
序号 镇 村 得分 序号 镇 村 得分

1 斋堂镇 军响村 87.8 11 王平镇 西落坡村 86.02

2 雁翅镇 雁翅村 87.78 12 王平镇 河北村 85.69

3 清水镇 张家铺村 87.41 13 清水镇 杜家庄村 85.67

4 王平镇 南涧村 87.19 14 雁翅镇 马套村 85.05

5 清水镇 洪水峪村 86.98 15 雁翅镇 付家台村 84.33

6 雁翅镇 大村 86.98 16 王平镇 西石古岩村 84.07

7 潭柘寺镇 南辛房村 86.96 17 潭柘寺镇 平原村 83.96

8 雁翅镇 杨村 86.9 18 雁翅镇 青白口村 82.16

9 清水镇 双塘涧村 86.64 19 王平镇 东王平村 81.82

10 军庄镇 军庄村 86.05 20 王平镇 色树坟村 78.22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镇镇镇镇 村村村村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1 妙峰山镇 桃园村 98.65 11 斋堂镇 西斋堂村 95.87

2 潭柘寺镇 赵家台村 98.39 12 斋堂镇 白虎头村 95.87

3 妙峰山镇 炭厂村 98.09 13 清水镇 西达摩村 95.84

4 斋堂镇 牛战村 97.47 14 清水镇 黄塔村 95.84

5 妙峰山镇 禅房村 96.91 15 雁翅镇 泗家水村 95.79

6 清水镇 洪水口村 96.87 16 斋堂镇 王龙口村 95.7

7 斋堂镇 向阳口村 96.45 17 妙峰山镇 樱桃沟村 95.55

8 妙峰山镇 大沟村 96.34 18 雁翅镇 松树村 95.39

9 王平镇 吕家坡村 96.32 19 斋堂镇 张家村 95.37

10 清水镇 胜利村 96.3 20 雁翅镇 高台村 95.16

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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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创城”工作新高地

永定镇奏响“科技+文化”双旋律

军庄镇
全面做好“创城”迎检工作

潭柘寺镇
三举措推进“创城”问题整改

我区开展工程建设领域
隐患问题大排查大整顿行动

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确保百姓人身财产安全

我区召开2020年
应急管理暨安全生产半年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高晴 通讯员 吴
永相）永定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

“创城”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有机结

合，坚持将科技、文化元素注入创建

各项指标，助推“创城”工作水平，打

造“创城”工作新高地，全力冲刺”创

城”迎检工作。

塑精品，打造花园式社区。永

定镇以永和新苑社区为试点，打造

全域化花园式景观，何各庄村建设

80米暖心长廊等特色景观小品5处，

石厂村种植月季、黄杨等花卉20000

余株，积极打造居民身边“推门见绿、

开窗见园”的宜居社区，提升群众的

居住幸福感和“创城”获得感。

重人文，打造文娱式客厅。永定

镇开展单元楼道“变身”行动，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美德、尊老爱

幼等文化元素方面，打造丰富多样的

楼道文化，并在楼道设置休闲桌椅，

便于居民休憩，增进邻里关系。同时

有效杜绝了楼道内乱停电动车问题，

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可。

补短板，打造智能式电梯。永

定镇以电梯为关卡，增设电动自行

车进入自动感应、自动识别功能，发

现此类行为电梯自动暂停，实现对

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等有效管控，有

效阻止楼道堆物堆料和电动车违规

充电问题。目前，石厂村11部电梯

全部实现此功能。

强整合，打造集约式车库。永定

镇以村居民自治形式，建造双层集约

式车库，下层为机动车停放车库，上

层为电动车充电车棚。石厂村使用

村级自有资金，建造183平方米的车

棚，能容纳60辆机动车、满足50辆

电动自行车充电，有效解决小区停车

难和电动车充电不规范等问题。

堵漏洞，打造识别式门禁。永定

镇实施老旧社区、回迁社区门禁系统

全覆盖工程，实现“三道防线”。即：

第一道，社区（村）门口道闸；第二道，

门禁系统；第三道，自动感应电梯。

将小广告、盗窃刑事案件堵在社区外

围，筑牢社区安全有序的铜墙铁壁，

让广大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抓治理，打造立体式服务。以

建设 8个便民运动休闲公园为重

点，打造提供休闲文娱场所于一体

的服务体系，并依托“五个一批”工

程建成5个停车场，增加车位611

个，有效缓解周边社区停车难问

题。集中开展社区“复绿见绿”行

动，在全镇范围内铺设草坪5773平

方米，解决黄土裸露问题，同时提升

社区绿化美化环境。

本报讯（记者 屈媛 何依锋）为
做好今年的防汛工作，龙泉镇三家

店村日前已将这一地区唯一的排

洪沟进行了硬化，并对沟内的淤泥

进行了清理，确保排洪畅通。

三家店二分社“两委”班子成

员杨士文说：“三家店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薄弱，每次遇到较大的降雨

过程都会出现积水情况。这条沟

是三家店村内一条主要的排洪沟，

以前这条沟是土质的，经过这几年

的改造，已经全部硬化了，泄洪也

畅通了，能保证村内没有积水。每

年在雨季过后都要把这条沟进行

清理，今年，清理出三四十吨的淤

泥，保障了今年汛期排水畅通。”

此外，三家店村物业工作人员

每天还会对村口的排水篦子进行

清理保洁，同时对村内易积水地段

进行排查，做好排水应急准备工

作。

三家店地区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进入汛期之后，物业公司

对整个三家店地区主街做了防汛

应急预案，包括村口排洪沟的清

理，对人员和车辆的疏散，还有工

作人员应急的一些方式，在容易积

水的前街小洞口，如果雨量大的时

候我们还会放置潜水泵，及时进行

抽水，保证村民的正常通行。”

据了解，我区区内共有6座水

库、45条泥石流沟道、62座塘坝截

流、153条野山野沟、192处地质灾

害隐患点、20个A级旅游景区等防

汛重点部位，目前已全部安排专人

值守。此外，2个防汛物资库和2

个山区物资储备点的物资储备已

完成维护保养工作。为了全面加

强主河道沿线的安全管理，由驻区

部队、区应急救援大队、镇街民兵

共计4000余人组成的抢险队伍也

已全员待命，随时准备投入到各项

防汛抢险工作中，确保关键时刻拉

得出、冲得上、打得羸。

本报讯（记者 高佳帅 杨爽）这
两天，一款外形呆萌的消毒机器人

现身双峪菜市场，吸引了众人的目

光。通过引进智能化设备，双峪市

场与驻区企业北京瑞途科技有限

公司积极探索合作模式，运用高科

技手段深入开展环境消杀工作，共

同抗击疫情。

伴随着窸窣的摩擦声，身背两

个消毒桶的智能机器人沿着通道

缓缓“走”来，完成了自己的首次亮

相。在一名技术人员的遥控下，机

身前端的4个喷头开始向地面喷洒

消毒液，整台设备以每秒1米的速

度平稳运行，对市场公共区域进行

消杀作业。

据了解，这款消毒机器人依靠

锂电池供能，在满电的情况下可续

航3到5个小时，用于普通市场消

毒“一天一充”即可。通过操控摇

杆，工作人员可在30米范围内轻松

完成待机、开关和方向控制操作，

既节省人工成本，又能提高工作效

率。

双峪菜市场负责人高雪琴说：

“我们引进这个智能机器人，不但

大大减少了消毒人员的工作量，而

且提高了消毒频次，营造了一个安

全的市场环境。”

疫情发生以来，北京瑞途科技

有限公司依托自身优势，研发生产

了多款适用于不同场所的智能消

毒设备。为更好地满足服务需求，

公司积极对接双峪市场，根据试用

情况不断完善设施功能。

北京瑞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夏新建说：“面对疫情，我们组

织技术攻关。通过之前的技术储

备，在短时间内开发出了一系列的

消毒、消杀机器人产品。”

双峪市场也将通过引进高科

技设备，在助力疫情防控的同时，

帮助本土企业推广宣传，实现了合

作共赢。

本报讯（记者 马燊）7月3日

上午，我区召开2020年应急管理

暨安全生产半年工作会。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陆晓光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上半年我区安全

生产工作情况，并对下半年工作

进行了部署。

据了解，今年1至6月，我区

共发生1起生产经营性安全生产

事故，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起，

同比均下降50%。2019至2020

年度全区共发生森林火情7起，

火情发生后，均被及时发现，迅速

处置，未发生森林火灾，未出现人

员伤亡事故。

会议要求，在下半年的工作

中，全区各部门、单位要结合疫

情防控，认真抓好安全生产目

标责任书任务落实和市级安全

生产专项督查的迎检工作，认

真梳理本地区、本部门安全生

产工作开展情况，全力完成各

项任务目标。要进一步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统筹做好我区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持

续推进隐患排查和风险预防控

制“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强化

防汛及应急值守工作，确保我区

不发生安全事故。

区领导王涛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耿伟刘鹏）记者

日前从我区工程建设领域隐患问

题大排查大整顿工作会上了解

到，7月4日起，我区将围绕疫情

防控措施、环境综合整治、施工现

场规范化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制、

防汛应急措施、污水粪便处理、垃

圾分类、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八个

方面，对全区在施工地开展隐患

问题大排查大整顿专项行动。副

区长赵北亭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区相关部门将成立

联合检查组，对各施工工地进行

全面检查，强化日常监管执法，

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各工地安

全、有序、文明施工。会议要求，

区各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要进

一步提高认识，认清形势，切实

做好工地日常管理工作。区住

建委监管的各施工工地要建立

分区管理机制，设置分区专用通

道，利用挡板有效分隔区域；施

工作业、行政管理、食堂等区域

划分要明确，采取严格措施，避

免或减少不同区域人员间相互

接触；要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安

全生产和日常管理，杜绝人员聚

集现象。非住建委监管的工地，

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好排查

整顿工作。各施工单位要强化

自查机制，建立整改台账，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和整改措施。区

联合检查执法组要加大巡查监

管力度，及时排查、消除各类隐

患，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相关工

作，确保施工工地安全稳定。

本报讯（记者 马燊）“创城”

迎检工作进入倒计时，军庄镇结

合自身实际总结出“一二三”工作

法，将“创城专班”“创城台账”“创

城措施”有机融合，全面促进“创

城”工作有序开展。

一个专班抓管理。军庄镇由

党政主要领导牵头、班子成员全

员参与，并抽调8名骨干力量，组

成“创城”迎检专班，居中调度、督

促整改，全面强化责任落实，切实

推进“创城”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两本台账促整改。军庄镇制

定了“创城”迎检指标分解和问题

整改两本台账，根据台账逐条落

实、立行立改。目前，军庄镇已完

成3次全镇域自查自检。

三项举措抓落实。一方面，

军庄镇积极开展开展“文明楼道”

“文明村居”专项行动，联合物业

对各村居进行地毯式检查、整改，

确保台账问题整改到位；另一方

面，强化巡查，督促村居自查重

点问题，做到重点盯、重点改，有

效落实整改措施。此外，军庄镇

还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通

过宣传引导、每日通报、拟定大物

业等方式，督促整治行动和整改

措施，全面推动镇域环境水平有

效提升。

本报讯（记者 谭庆雯）近日，

潭柘寺镇结合辖区部分社区、村

“创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力

推进问题整改。

一是分析研判，“把脉”定

向。召开“创城”整改问题“把脉”

会和“创城”工作推进会，梳理台

账整改落实情况，同时结合指标，

集体研究垃圾分类、基础设施改

造工程、党建服务群众经费使用

等问题。明确黄土裸露、楼道堆

物、基础设施破损等17项指标问

题的责任部门。

二是迅速行动，立行立改。

潭柘新区4个村联合物业公司，

持续推进社区综合整治专项行

动，现已清理堆物 98 处、清除小

广告48处、整治绿地种菜 8?处、

清理各类垃圾15车。同步开展

基础设施破损情况排查，现已新

增、修护路灯?22个，修补破损路

面2处，更换破损垃圾桶14个。

三是每日调度，常态督导。

邀请区创城办进行实地调研指

导，结合各社区和村的实际情况

提出整改建议。联合各相关科

室，结合“一村一案”和“创城”指

标落实，每日入村进行检查督查，

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做到“督导结

合、以督促导”。

陇驾庄大集关了
近期不要前往

本报讯（记者谢琪锦张欣皓）
妙峰山镇陇驾庄的集市人流量

大，是疫情防控的难点，自疫情防

控等级上调后，村委会再次关停

市场，避免人员聚集。

记者在现场看到，往日人来

人往的集市没有一家商铺营业。

物业工作人员每天对村内消

毒的同时也会对集市内的卫生死

角进行消杀，利用消毒车、背负式

喷雾器等专用消毒工具对公共区

域和摊位中的各个死角进行消毒。

一位村民说：“关闭大集之

后，人明显少了，卡口工作人员也

很认真负责，让我们感觉很放心，

很安全。”

此外，陇驾庄村还在各个卡

口，劝返前来赶集的群众，耐心细

致地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并对进

村的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做好登

记，严格落实防控相关措施。

陇驾庄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玉

龙说：“我们组织大集所有商户进

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

我们也会根据镇里的统一部署，

安排大集开放时间。”

智能机器人消毒喷杀 科技助力疫情防控

（一）检查范围。全区纳

入“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

程的第一、二、三批138个创

建村，全区纳入创城“比学赶

超”擂台赛的138个村，涉及

9个镇。

（二）检查内容。涉及村

庄整体环境及群众反映问题

情况、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公厕管护、

村容整洁（含乱堆乱放、乱贴

乱画乱挂、私搭乱建等）、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村

居环境整洁、文化设施建设、

民风建设等方面。

（三）考核排名情况

2020年6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优秀等级村统计表

2020年6月文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考评后20名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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